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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導師會報資料 

壹、 時間：110年 6 月 5日 08:15-09:00 

貳、 地點：校網 CLASSROOM MEET 

參、 議程： 

肆、 上次導報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請參看附件。 

伍、 本次壽星名單： 

一、 6 月生日:王順珍老師、邱文豪組長、蔡玉卿老師、盧麗蓉老師、衛榮華老師、蘇昭碧老師、

陳信安幹事 

二、 7 月生日:武興漢老師、鄧美蘭主任、許郁卿老師、李英華老師、劉子晏老師、林育慈主任、

楊廷信老師、周瑞玲老師、高楷鈞組長、劉芳妤組長 

三、 7 月、8 月離職者:陳麗玲老師(8 月退休)、王愉文組長(7 月離職)、張智鈞老師(7 月離職)、

王薏晶老師(7月離職)、郭琬玲主任(8月調任) 

陸、 導師建議事項及回應： 

一、 七導： 

七年級導師調查結果，建議七年級升八年級時，不搬動教室及辦公室。 

   各處室回應： 

    事涉及其他年級權益，會另外調查其他年段意願後再後續處理相關事宜。 

二、 九導: 

(1) 九年級畢業總務處會檢查學生使用的課桌椅，因為用了 3 年的桌椅難免有些自然損壞(例如桌

面的堅硬度並不夠,學生使用美工刀圓規等等尖銳文具時,難免有不小心切割或刺到,喝水或飲

料…難免也有不小心倒在桌面的時候,桌面雖然有防水,但一有小破洞,剛好如果沒有立即清除

水漬會滲到桌面下,桌面下的木頭會膨脹,桌面就會鼓起小氣泡而突起,或沿著切痕鼓起一條學

生這時也會更不小心弄破桌面等等,這種狀況其實不是學生,即便是我們大人也可能在使用這

樣的桌子時,發生這樣的狀況,只是我們可能會買個玻璃片之類的,像在家裡或辦公室的桌子一

樣隔在桌面,防止桌面損壞…),況且使用時本來就已陳舊,除非學生故意在桌面上用刀具切割

或用立可帶、原子筆等在上面塗鴉亂畫…,損壞的認定請明確(若是使用時是全新的桌面,總務

處應有當初更換時學生的簽名確認),賠償金額認定的標準…,雖然我們是為了教育孩子,但為

免賠償時造成不必要的糾紛,還是得妥善處理這個問題,因為我們的孩子來自各式各樣的家庭

呀！ 

總務處回應： 

    學年末檢核各班級學生課桌椅損壞之認定，除係因人為蓄意割損及塗鴉等造成不堪使用方

需賠償外，其他因自然因素老舊損壞等均為學校維修處理，而有關賠償金額部分依據目前物價已

明訂於學生手冊之「公物損壞賠償一覽表」。 

柒、 業務報告： 

一、 教務處 

1. 有關九年級事項： 

(1) 有關新北市優免、基北區免試入學分發、特色招生、全國五專免試入學等升學時程、表件繳

交、繳費報名、網路登記等調整升學資訊，請參考網站、九年級各班線上教室公告，請務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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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！請點選右側網址 ⏩ https://reurl.cc/lRkxgA 

(2) 各班同學 6 月 15 日(二)全天，依據分流時間表返校領取重要文件，包含： 

 會考成績單正本 

 相關升學文件紙本 

 畢業紀念冊 

 畢業證書 

 畢業獎狀與獎品 

 生涯手冊和檔案 

 健康檢查紀錄卡 

 技藝教育修習證明書 

 午餐退費 

2. 有關七年級與八年級事項： 

(1) 因應停課延長到 6 月 14 日(一)，申請 SIM 網卡（只能使用 15 天）的八名同學，已於 5 月 25

日(二)電話通知學生到警衛室簽領新的 SIM 卡。普通班同學於 5 月 27 日(四)下午 3 點至 4 點；

體育班同學於 5 月 28 日(五)下午 4 點到 5 點。 

(2) 老師及學生所借用平板直接自動延長到 6 月 14 日(一)。 

(3) 學生若還有平板借用需求，請學生或家長與教務處聯繫。 

(4) 有關本學期第三次定期評量辦理方式若有調整須經課發會議決，已於 5 月 27 日將課發會議程

提案轉交給課發會委員，預計於 6 月 9 日進行表決，相關決議再行公告。 

(5) 110 學年度新住民語或本土語選修意願調查，採取 google 表單調查意願。表單連結將於 6 月 3

日(四)公告在各班線上教室。 

(6) 七年級與八年級作業抽查取消。 

3. 本校學生優異表現 

(1) 本校 43 位同學參加 110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英閱王比賽」獲得最高分！感謝英語

老師平日指導及鼓勵！名單詳見校網的榮譽榜。 

(2) 2021 年 Bebras 國際思維運算比賽（教育部指導，臺師大資工系主辦），本校 7 位同學榮獲佳績！

謝謝蕭偉智主任指導。 

803 班陳璿䨤獲全國 PR89、張晨煥獲全國 PR98、曾琮鈞獲全國 PR98 

805 班陳暘諠獲全國 PR91、陳紀昀獲全國 PR98、劉誠恩獲全國 PR99、徐正皓獲全國 PR99 

二、學務處 

1. 6月 7日上午 10:15於線上線上教室辦理，當日請九導協助辦理事項如下: 

(1)準時於 10:15協助於各教室內影片分享。 

(2)與同學做最後的叮嚀，也讓同學說說話發表感想。 

相關影片連結網址將於 6/4放置各教室，也請老師於畢業典禮當天直播。 

2. 109 學年教師積分表，已用文中教職員群組指派相關老師，請老師協助檢視，如有錯誤請 6/7

前通知訓育組修改，預計 6月中召開相關會議。 

3. 109學年第二學期七、八年級學生服務時數截止時間為 110/07/30，補輸入時間為 110學年度

開學後至 110/09/28，請導師協助登入。 

4. 七、八年級停課不停學，出缺席不列入紀錄，但為了解學生狀況，目前已請各班副班長協助點

名，請老師提醒副班長告知班上連續缺席人員，並持續電話關懷學生，若 3日均無法聯繫上，



3 

 

請立即通知學務處，以利後續校安通報。 

5. 體育組原訂於 5月 28日至 6月 11日舉辦的八年級排球比賽，因疫情嚴峻暫停辦理。 

6. 為因應嚴重特殊性傳染肺炎疫情，停課期間早、午餐退費部分如下: 

(1)補助生於 5/18-28日停課間，午餐現金補助，已有部份同學於 5/27前到校領取，但 5/31

以後的停課補助暫停領取，後續事宜請提醒同學參看校網公告。 

(2)九年級早午餐補助生、自費生午餐生退費，預計 6/15返校領取畢業證書時發放。 

(3)七、八年級午餐退費部分，近期將以表單收集學生匯款帳號後，俟彙整後，再統一退費。 

7. 防疫期間，請導師持續每日關心同學的身體健康，並將查訪結果於每日 9:00前填報填入-文山

國中 COVID-19 學生健康狀況調查-google 表單中。如果悉有確診或居家隔離學生，請隨時連

絡學務處。 

8. 目前防疫嚴峻，各項退費(含補助)及拿個人物品等暫停辦理，為確保學生自身安全，請叮嚀同

學避免外出，如有特別需求要到學校，除經家長同意外，也請先知會導師及學務處。 

9. 隨著確診人數的增加，我們周遭也許會開始出現確診者、居家隔離者、自主健康管理者，如您

知道或認識請不要去宣揚，依據傳染病法是會開罰的，這時我們應該是給予他們加油打氣，要

感謝他們願意隔離阻斷傳播(生病不是他們願意的，更不能惡意揣測或排擠)，最後祝福大家出

入都平安。 

三、輔導處 

(一)輔導組 

1. 6/9(三)上午 8:15-9:00於文中教職員群組直播室，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線上研習，由黃筱涵老

師主講「關係取向初級輔導之運用-拒學個案研討」。 

2. 6/10(四)下午 14:05-14:50於文中教職員群組直播室，召開家庭教育執行小組、生命教育推

動小組暨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期末會議，請導師代表出席。 

3. 6/16(三) 中午 12:30-13:00，於文中教職員群組直播室，召開幸福文中學堂期末會議。  

4. 因應疫情，本校設置「文山國中線上療心室」，歡迎同學至 Classroom輸入課程代碼：

ngfg75s，就可以和輔導老師線上談心，相關訊息已公告校網防疫專區，請導師轉知學生善加

運用。 

 (二)資料組 

1. 新北市中小學暑期育樂營因應疫情嚴峻停止辦理。 

2. 6/16(三)上午 8：15-9：00召開技藝教育遴薦及輔導會議(確認八年級學生分組名單)。 

3. 新生智力測驗於入學後擇期辦理。 

4. 「九年級畢業生升學暨薪火相傳分享意願調查」將以 google表單方式進行，將轉貼於「文中

教職員群組」，請導師們協助轉知九年級學生填寫。 

5. 高中職、五專陸續提供學校介紹、招生宣導訊息，將轉貼於「文中教職員群組」，請導師們協

助轉知九年級家長及學生。 

 (三)特教組 

1. 原定 5/22資優鑑定複選因疫情關係延後辦理，確切時間俟教育局公告。 

2. 原定 5/29資優發表會因疫情關係取消辦理。 

3. 原定 6/05國小科學週末工作坊因疫情關係延後辦理，確切時間俟教育局發佈相關規定後辦

理。 

4. 七、八年級資源班期末 IEP將以通訊方式完成。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url?sa=t&rct=j&q=&esrc=s&source=web&cd=4&cad=rja&uact=8&ved=0ahUKEwjTt_2nnZ3YAhUBKpQKHeWyBi0QFgg4MAM&url=https%3A%2F%2Fcamp.ntpc.edu.tw%2F&usg=AOvVaw21hffXaQPfF29nw71UjBr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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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總務處 

1. 為防治病媒蚊及加強防疫措施，本校已於 5 月 16 日進行校園室外區域消毒作業，5 月 24 日

(一)、27日(四)、28日(五)校園除草作業；另訂於 6月 13日(日)上午 10:30至下午 17:00將

加強校園室外區域及綜合大樓停車場防疫消毒作業，當天如有到校之同仁，請暫勿逗留施作區

域。  

2. 手保全警衛劉哲助服務至 5月 14日(五)，新任警衛鄭家豪已於 5月 15日(六) 到職。 

3. 辦理「教育部補助全國中小學電力改善工程」本校改善共計 40 間教室，已利用停課期間推進

工程，施工時間為上午 08:00~下午 18:00，如進行拆除、線槽鑽孔等工程噪音影響，敬請見諒。 

4. 因應防疫停課延長至 6 月 14 日，停課期間保全警衛值勤時間為上午 7:00 至~下午 19:00，請

到校同仁留意並配合保全系統設定時間。 

5. 於停課期間完成凌碧 1、2 樓、3 樓、地下室 2 樓之飲水機馬達、風扇等設備零件修繕更換作

業。 

6. 另於停課期間檢視評估校園監視系統設備，逐步汰換文碧 2、3樓，綜合大樓連接走廊出入口、

警衛室等 9個監視器鏡頭及變壓器，加強校園安全。 

7. 感謝九年級導師於停課期間到校協助班級公物檢核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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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文山國中109學年度第2學期 

5月份導師會報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0年5月6日上午8時15分 

會議地點：本校文碧樓二樓會議室 

壹、主席：黃美娟校長 

貳、出席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廖信榮   

叁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肆、工作報告:略(詳如附件) 

 

伍、相關建議 

案由一：運動會體育項目(體育競賽、趣味競賽)獎項是否可增加至四名？ (九

年級導師) 

回 覆： 未來依參賽班級數酌量增加獎項。 

案由二：體育班因男女人數不平衡，不符合競賽計畫中的規則，是否不列入與普

通班一起計算成績？ (九年級導師) 

回 覆：未來舉辦的比賽規定，會依項目再進行討論。 

 

陸、 校長報告： 

1. 體育班同學應在體育項目競(比)賽給予名次上的鼓勵，如同段考資優班同學

亦列入名次計算，每個同學都有優劣勢，表現優異的都應該給予正向的鼓勵

及獎勵。 

2. 近期疫情嚴峻，請導師提醒同學以下事項: (1)進入校園必須戴口罩。(2)各

班教室開窗打開保持通風，如開冷氣對角窗戶留15公分。(3)室內課程務必戴

口罩。(4)落實教室內消毒及時常提醒同學勤洗手。 

3. 夏令時節接近，下禮拜為九年級會考，考場氣溫可能偏高，請導師協助九年

級同學及早適應可能出現的悶熱狀況。 

4. 若外人進入校園，要煩請同仁協助監看，如有發現可疑舉止請通報學務處，

如有校外人在校抽菸，可依法函報環保局開罰。 

5. 75週年校慶因九年級接近會考時程，刻意將活動安排於上午，下午則可自行

運用，未來校慶活動辦理時，導師有任何更好的建議也歡迎提出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 

 

附件 


